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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目前仝世界Ｂ知的大型真菌种类估计
有１４０００种．其中７０００种存在不同程度的可食用

是含有多个可栽培种的属＋其中黑术耳和琥珀黄术

耳（Ａｕｒｂ＇ｕｌａｒｌａ血…Ｉ—）形态相近…’，蜜环菌

性…，多数为共生菌类，不可人工栽培，可栽培的种

（ａｒｍｉｌｌａｒｉａ删ｆｈ）与假蛮环苗（Ａｍｉｌｔａｒｌａ ｆｏ胁∞Ｍ）

类有２００余种‘“。我国是世界食用菌栽培种类最

子实体形态极其相似。闻此，食用菌野生种质评价

多，产量最高的国家．和步统计＋＾Ｔ栽培种类近７０

的第一步，是样本分类地位和生物学种的鉴定，物种

种（变种），不同规模栽培有５０种“，商业规模裁培

的准确鉴定是有效利用的重要基础。这需要野外考

驺种，年产１（１０万ｔ以上的大宗栽培种有平菇

察经验、分类学知识、菌种分离纯化技术和分子生物

（Ｐｂ㈣ｓｐｐ）、香菇（Ｌｅｎｔｉｎｕｌａ
（Ａｇａｒｉｃｕｊ

ｅｄｏｄ∞）、双孢蘑菇

６却ｏｒ＂）、黑木耳（＾一“ｌａｒｔｈ

ａｕ，－ｉｃｕｌａ）、金

学技术，应按照以下规范程序进行，
１．１

针菇（ＦｌａｍｍｕｌｉＭ＂ｌｕ‘辨Ｉ）和毛木耳（Ａｕ，４ｚｕｋｒＭ
ｐｄｙｔｒｉｅｈａ）６种（类）。

完整的采集记录与标本的良好制作和保存
采集记录和标本的良好制作与保存，是食用菌

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关键王ｆ＝节，关系到日后垒部数

我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之一．也是

据的准确与否，是种质评价数据可靠性检验的唯一

气象和牛态环境多样的国家，蕴藏着丰富的食用茼

参照样本。采集记录应该包括采集时间、海拔、生态

种质资源，为我国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必

环境、发生基质（宿主）、发生方式、形态特征、采集

需的生物资源基础。目前已知我国分布可栽培食用

人、标本编号等。采集到的标奉应显时风干，有条件

苗９３种”３。在我国＋食用菌是一大类重要的崩艺作

的可冻于，效果将更好，利于日后的遗传学研究和分

物，与发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食用菌一直主要以农

析。干燥后置于低温干燥的条件Ｆ保存。食用茴子

业生产方式在各类园艺设施巾栽培。商业规模栽培

宴体富古多糖的特点，使其极易吸潮而变软、长霉、

的”种分属于５目，１２科，１８属。食用茵子宴体形

招致虫蛀。因此，保存期间需要特别注意防潮，标本

态的多样性远没有植物那样丰富，在自然界发生和

保存场所的大气帽对湿度应保持在３０％咀下。为

存活时问短，其形态受环境影响大，因此，食用苗野

了防霉防虫，可以定期进行冷冻。

生种质评价的技术要求与绿色作物有着诸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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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食用菌可栽培种类野生种质的评价主要包括生

分类学鉴定
分类学鉴定是一项非常复杂而重要的下作，埘

物学种的鉴定、营养亲和群（个体、菌株）的鉴定、栽

于分类学比较明确和熟悉的种类，如黑术耳、香菇、

培性状（菌丝Ｋ速、温度反应、结实性、丰产性、抗

银耳等，分类学鉴定并小难，根据龉验就可判断鉴

性、商品形态、耐贮运性等）和与栽培菌株间遗传距

定，对丁属内具有形态学相瑶的两个“上种的样本，

离分析等４十方面。

鉴定则相对复杂和困难，除了对生态环境、于实体外

１

生物学种的鉴定

观形态和微观形态进行观察鉴定外，还需要系统分
类学的知识和技术。当获得的样奉应用常规技术和

目前已知的人工栽培种类分布在３３个属中”１，

方法不能鉴定鉴别时，常常进行ＩＴＳ序列升析，与标

其中有相当多的属中有着多个近缘栽培种，如侧耳

准菌株进行序列比对。为ｒ鉴定的准确，ＩＴＳ序列

属（Ｐｌ，ｕｗｔｗ）中至少有ｌＯ种可吼商业栽培，其中形

分析应采用克隆恻序。ＩＴＳ是桉糖体ＤＮＡ基因的

态相近的近缘种有４十…，术耳属（＾…ｋｍ）也
万方数据

内部转录间隔区，进化鞋快。常常用于属内种问系统

“ｅ口等：口月目ｗ‰镕＃＃女±＃Ⅲ∞＊ｍ

发育研究””１。ＡＩｖａｒ—ｚ等““调查丁５年发表的关

菌相似的真菌的生长．肉眼难以鉴定培养物是否是

于植物属或属咀下水平系统发育的论文，其中６６％

分离样奉的纯培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应用分子生

的文章应用了ＩＴＳ序列进行系统发育分析和物种鉴

物学的手段进行菌种的符合性鉴定。常用的方法是

定，其中３４％的文章是完全建立在单独的ＩＴＳ序剐

提取ＤＮＡ．以子宴体样本ＤＮＡ作为对照．进行

分析的基础之上。

ＲＡＰＤ、］ＳＳＲ或ＩＴＳ序列分析，进行比对。若＝者完

１．３

全相扁即表明分离物止确，未被杂茁污染，若二者不

菌种分离、纯化和培养
目前可栽培的食用茵均属于腐生类型，可“通

过无菌操作进行子宴体组织、基质和孢子的分离培
养，并对分离物厦时纯化、去昧污染．获得纯培养物。
一般说来，继代培养３—４次即町获得稳定的纯培
养物。

同，则表明分离物不是分离样本的菌种，ｊｍ是污
挚物。

２营养亲和群（个体、菌株）鉴定
营养亲和群（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ｖｅ ｃＤｍｐｎｔｉｂｌｅ，；ｒｏｕｐ，ＶＣＧ）

组织分离法日操作简便．分离物获得的是营养

鉴定常应用｝占抗反应方法进行．多数种类采用ＰＤＡ

体（多为双棱莳丝），遗传学特性稳定．保持ｒ野生

培养基和天然基质两种培养基同时进行。使用

种质的固有性状，是照为便于利用的材料，也是食用

ＰＤＡ培养基鉴定时，将鉴定材料相距１ ５—２ｃｍ接

菌苗种分离擐为常用的方法。样本离开基质时间越

种于平板上．置于适温培养至苗落相交后４～７ｄ。再

短．获得菌种的几率越高。凼此，最好在样本采集地

置于光照下培养ｌ周＋使用天然基质培养时，使用两

就地分离。

端可接种的粗玻管．两端接种后培养至菌落相变后

当子实体不适于组织分离、并有一定量孢子的
情况下，常采取孢子分离。孢子分离中要特别注意

４～７ｄ，再置于光照下培养ｌ周，观察拮抗反应的
有无。

仔细清除表面脏物并消毒，尽可能地减少附着在材

组织分离和基质分离获得的是食用苗的营养

料表面的微生物的沉落．减少枵染。可ｍ切取带有

体——菌娃体，由众多的烈接菌＆细胞绀成，是多细

菌帮的菌盖直接进行孢子弹射，也可以切取菌褶用

胞的群体。来自同一样本或相同荫株的蔺丝倬每个

无菌水制备孢子液，在适宜的条件下促使孢子萌发

细胞遣传基因完全相同．它舸彼此亲和．变织形成网

形成苗矩获得菌种。孢于分离法可获得单孢培养

状结构，体内物质町以充分交流和融合”“，成为一

物，也可获得多孢培养物。单孢培养物常通过具亲

个ＶＣＧ，同一ＶＣＧ在同一空间内生长，可生长成为

和性的个体问的配对双桉化．形成生长快便于操作

一十整体——苗落（ｃｏｌｏｎｙ），不出现拮抗反应。

使用的双核菌丝再进行评价。由于担子茵的孢子萌

一般认为．完全相同的两个菌株一定是相互亲

发慢于细菌和霉菌，特别是单孢于的萌发更慢，困

和的“’“１，可能谴传学上完全相河，属于同一个

此，培养基巾常加＾一定浓度的抗生素以抑制细苗

ＶＣＧ．即同一个苗株，也可能有遗传差异”“，但同源

的繁殖，培养过程中每天早、晚两扶观察，以及时剧

性很强，如菌落形态、同工酶罔谱、空配型因千和

除霉菌菌落。

ＤＮＡ指纹罔谱都证明了这一点“…。。除此之外，在

当子实体组织状态不适台分离苗种时．就需要

ＶＣＣ鉴定中．由于拮抗反应的多基因控制和非拮抗

进行基质分离．基质丹离时需饕注意３点，一是饕选

基凼差异造成的亲和菌株耐的遗传差异．还常出理

取于实体正下方的基质；二是盎取时仔细观察，要基

营养亲和的菌株之间遗传关系的不确定性，印亲和

质色泽一致，这种一致是确保获得目的苗种的唯一

性的不传递性，如Ａ与Ｂ和Ｃ都亲和，但Ｂ和Ｃ不

可资鉴别的特征；三是基质腹回后自然风干２—３ｄ，

亲和…３。

这样可以有效地碱少分离物细菌的污染。
１．４

菌种的符合性鉴定

不同的ＶＣＧ即不同甫株，则不能在同一空间生
长，并产生排斥异己的拮抗反应。真菌的这种体细

分离物培养后，需要进行物种的符合性鉴定，即

胞不亲和性是出其遗传关系决定的，不亲和的两个

需要鉴定培养物是否与洋本相同。相对于燥、健壮、

菌株闻一定存在遗传差异。不同种类的不同ＶＣＧ

无病虫害侵袭的子宴体组织分离物一般在培养中没

之问的拮抗反应形态不完全相同。遗传差异的不

有污染发生，容易获得纯菌种。但是，当样本含水量

同，也导致拈抗反应的程度不同，遗传差异越大，不

较高或有病虫害侵袭时，分离物培养时常会有其他

亲和反应越强烈口。。因此，拮抗反应的有无常作为

生物的滋生。特别还会有一些苗丝外观形态与食用

异宗结合种类的种内菌株鉴别的重要标志”’“。

万方数据

植糟镕传斑源＃＆

在食用菌育种中，营养襄和群的不同是杂交育

量较低的白色菌株适宜生长温度鞍低，仅１４℃。菌

种亲奉选择的必须条件。食用菌孢子传播的广泛性

蝗体生长的耐高温测试多数种类以３５℃为起点进

和异宗结合的普遍性，导致遗传差异的产生和样本

行Ⅲ１。奉试验室测试表明．糙度侧耳（Ｐｋ啪㈣－

之间的不亲和；营养体在基质上的蔓延和无性孢子

ｌｍｎ￡ｍ）的优良品种可“耐受４２℃一周，而有的品种

的传播．导致同一ＶＣＧ的扩大和样本之问的亲和。

在４２℃条件下３ｄ即死亡。

因此，对样本之间、获得样本与已有菌种之间的营养

苗丝生长速度和温度反应之外的栽培性状＋完

亲和群鉴定至关重要，成为野生种质评价必不可少

全靠栽培试验进行评价。在苗丝生长速度和温度反

的稷序。

应符合栽培条件要求的基础上．为了节约成本，常先

３栽培性状评价

在完垒控制条件下，使用３００—４００ｍｌ的玻璃瓶或小
塑料袋进行微型栽培．对结实性、丰产性、抗性、商品

农业上对宙用菌的利用主要是其可栽培形成子

形态、耐贮运性（质地、柔韧或脆）等进行鉴定和评

实体的特性，固此，栽培性状成为野生种质重要的评

价。对于微型栽培中表现理想性状的个体再行生产

价内窖。实际上，未经遗传改疑的野生种质．具备良

环境条件下栽培，进行与栽培利用有关的发菌期、发

好综合农艺性状的几率｛Ｂ低。但是对其相关栽培

菌温度、子宴体形成和分化温度、温差需求、子宴体

性状进行系统评价可以提高野生种质资源的利用

形态和质地等争面的观测和评价。

章。栽培性状主要包括菌丝Ｋ速、温度反应、结实
性、丰产性、抗性、商品形态、耐贮运性（质地、柔韧

４

野生菌株与栽培菌株之间的遗传
距离测定

或脆）等。际菌熊长速和愠度反应外．完全以栽培
试验方法进行。

从遗传上，距离越远杂交优势将越显著。因此，

菌丝生长速度反映了菌种的养分分解和吸收能

在完成栽培性状评价后，对于具有町利用价值的菌

力．食用茴于宴体的产生是“菌建的大量生长和养

株，应进行与栽士立菌株的遗传距离测定，常用的方法

分积累为基础的，一个优良的栽培菌株必然在栽培

有以生化特性为依据的同Ｊ二酶酶普分析”９”、基于

基质上有较快的菌丝生长速度。因此，菌丝生长速

分子生物学的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

度是各种食用荫菌种质量的重要生物学指标２“。

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ＲＡＰＤ）“川、扩增片段长度多

研究表明，食用菌的菌丝生长速度属于数培性状，与

卷性（ＡＦＬＰ）”川、微卫星（ＳＳＲ）、简单序列莺复Ⅱ

同为数量性状的于宴体的丰产性密切相关““。因

间（ＩＳＳＲ）””１等。分析方按有距离；击、最大简约法

此，对于野生种质的可利用性评价首先从前丝生长

和最大似然法。相关软件有ＰＨＹＬＩＰ、ＰＡＵＰ、ｆａｓｔ－

速度做起。苗丝生长速度分别应用Ｏｉｆｅｏ。。ＰＤＡ培

ＤＮＡｍｌ、ＭＡＣＣＬＡＤＥ、ＭＥＧＡ、ＭＯＬＰＨＹ和ＰＡＭＬ等．

养基和天然基质培养基测定．多数种类的澍定温度
在２４—３０％之同。值得注意的是．食用菌不同种类
在营养要求上有差异，由于Ｐ］３ｂ．培养塾营养成廿的
局限性，在ＰＤＡ培养基和在天然基质上的生长速度
常出现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在阿魏侧耳（ＰＬ－ｕｒｏｔ∞
ｅｒｙｎｇｉ

ｖａｒ

ｆ＊ｒｄａ＊）、白灵侧耳（胁删ｗ肿ｂｗｄｅｎｓｕ）

和碾头（Ｈｅｒｉｅｉｕｍ ｅｒｌｎａｃｅｗ）等种类中特别突出。困

’々女■
１４ｗＬｗｏｒｔｈ
［Ｉ １

长速的恻试。
研究表明，菌丝体的耐高温性状也与丰产性密

菌丝生长适宜温度高的菌株丰产性较好”“。对金
针菇生产的苗蛙生长适宜温度研究表明，产量较高
的黄色菌株适宜生长温度较高，在１８＂Ｃ左右；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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